基隆市立暖暖高級中學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主任會議
一、時間：107 年 09 月 10 日上午 10 時正
二、地點：4 樓會議室
三、主持人：甘校長邵文
四、紀錄：林月嬌
五、出到席人員：如簽到單
六、主持人致詞：略。
七、確認前次會議記錄（已 cyberhood 寄至各主任組長信箱）：無問題。
八、上次會議案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107.9.3 第 3 次行政會議結論及指裁示事項
編號

1

結論及指裁示事項

執 行 情 形

本人獲派代表本市高中校長，於 9/17-9/30 赴
美國參加「107 年紐約國際創客交流工坊」，如
各處室：配合辦理
有緊急事情請於 9/15 日前提出，之後依代理順
位由教務處陳主任辟賢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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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六）家長日資料請各處室配合儘快繳交。 各處室：配合辦理

九、專案計畫列管:
107 年度 1-7 月已核定專案計畫執行情形
項次
1

2

計畫名稱
107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試辦學
習區完全免試入學資源挹注計
畫

「建置智慧創客教室」計畫

負責處
室

總經費

執行情形

教務處

2,574,000

學務處

(經常門)

圖書館

3,700,800

輔導處

(資本門)

教:已核定，目前基隆市政府
教育處簽辦配合款中。等
待函示，補助款尚未掣據
請款。

圖書館

1,000,000

教育行動區
(1)1-1-1 愛戀暖暖社群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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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1)107-2-2 建置閱讀學習角
資本門$59.2 萬元規劃採
購，廠商已初步估價窗戶
的部分，木地板修復仍未
報價。
(2) 子計畫 107-3-2-4 大手攜
小手_表藝營，已完成辦
理，刻正核銷中，等待子
科目代碼。
勘查中。
1.彙整各校 108 年度計畫中。
2.規劃辦理 107 年 9 月份定期

教務處
107/2/1---10
8/1/31

84,700 元
(2)1-2-1 暖暖高中國中部補
救教學計畫 561,339 元
1

討論會議。
1.107/2/1-108/1/31 辦理中。

執行 37.8%。
（3）教育行動區
3-1 親職增能工作坊 - 愛要怎麼

輔導處

說及家庭暖暖日 84,480 元

(4)4-1 走讀暖暖 212,200 元

教務處

核銷中。

總務處

總:
1.資本門採購完成。
2.特色課程規劃中。

(5) 教育行動區
4-2 多元學習環境營造 - 永續環
保校園 420,820 元

(6)4-3 愛戀暖暖數科營實施
計畫 67,350 元

核銷中。
教務處
教務處

420 萬

107 年高中資本門－充實家政
科食物製備室教學設備

總務處

180 萬

預自算書市府已核定，備標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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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永續校園探索計畫

總務處

120,000

執行中。

輔導處

40,000

7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特殊教育
專業團隊服務經費

4

107 年高中資本門

5

教務處採購案持續交貨、安裝
中。

執行中。
1.補助款尚未撥入。
2.9/12 與怡如老師至本市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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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發展特色學校計畫

總務處

100,000

9

107 年度高關懷課程計畫

輔導處

88,153

核銷作業進行中。

10

107 年度「推動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辦理 4 小時家庭教育課程及 輔導處
活動」計畫

10,000

活動規劃中，將於 107 學年著
手進行。

11

107 學年高中優質化計畫

圖書館

3,500,000

通過

107 全國大露營

學務處
活動組

447,430

核銷中。

體育團隊發展補助計畫(田徑)

學務處
體育組

50,000

已核定。

12
13

2

會領域輔導團分享課程規
劃。

14

體育基層訓練站

學務處
體育組

220,000

執行中。

15

107 學年度游泳課教學補助計

學務處

畫

體育組

286,200

16

廣達游於藝計畫

學務處
活動組

8,500

規劃中。

17

107 學年前導學校計畫

圖書館

1,190,000

通過

18

107-1 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
實施計畫

輔導處

25,750

執行中

19

107-1 年度生涯發展教育實施

輔導處

19,014

執行中

執行中。

計畫
107(學)年度申請中專案計畫執行情形
項次

1

2

3
4
5

6

7
8

計畫名稱

107 學年度學習區完全免試國
中提升學習品質計畫

負責單

申請經費

位

教務處

107 年體育運動團隊 <跆拳道
學務處
隊、游泳隊>訓練及設備購置計
體育組
畫
前瞻基礎建設數位建設一般教
圖書館
室及科技領域專科教室設備
前瞻基礎建設數位建設網路設
圖書館
備
均質化 107-7 圖書館資源共享
圖書館
計畫
107 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因應新
課綱規劃總體課程實施所需課 教務處
室空間及適性學習空間活化需
求改善計畫
學務處
107 學年度服務學習計畫
訓育組
107 年菸槟防治中心學校推廣
計畫

學務處
衛生組

十、各處室報告: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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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

執行情形

完成初審，目前依初審意見修
正後再陳報。

410,000

計畫已送教育處，尚未核定

960,000

4/25 送教育部

1,690,000

4/25 送教育部

900,000

送審中

871,320

目前已依初審意見修正，再陳
報中。

120,000

完成初審，目前依初審意見修
正後再陳報。

100,000

計畫撰寫中。

十一、提案討論: 無。
十二、臨時動議
提 議 一：9/15（六）可能會有颱風來襲，原訂家長日是否需要改期？(呂春森主任)
主席裁示：原訂家長日日期不改，如遇颱風來襲則改訂為 10/6（六）舉行。
提 議 二：有關印製新生教師卡，回寄原畢業學校導師感恩，可否於 9/14（五）前送交學務
處，以利後續發放給學生填寫並於 9/28 日前交市府交換櫃或交寄作業。(楊欣璇
主任)
主席裁示：請輔導處盡力配合。
提 議 三：有關成績系統及高一新生資料系統權限可否多加開學務主任、輔導主任、生輔組
長、輔導組長四位以利作業？(楊欣璇主任)
主席裁示：請圖書館資媒組配合辦理。
提 議 四：暖暖高中 107 學年度「日本福井縣立若狹高等學校蒞校參訪」交流活動實施計畫，
提請討論。(王嘉萍組長)
主席裁示：依討論後修正辦理。
提 議 五：工友校內收送文路線規劃及時間如附件，請各處室配合收送文時間。另同仁請假，
請同仁完成請假人及代理人簽章後，親送單位主管核章，完成初步請假手續。主
管核章後，須會辦各處室及陳核鈞長之假卡，才由工友併同公文一起收送。
主席裁示：請各處室配合辦理，並向所屬同仁宣導假卡應由請假人自送單位主管核章。
十三、主席結論及指裁示事項：
（一）此次與日本福井縣立若狹高等學校簽訂學術 MOU 是很難得的機會，感謝海科館的大
力促成，讓本校學生有出國交流的機會，獲得寶貴的經驗，這是全校的活動，也期
許當天的活動圓滿完成；各位同仁辛苦了。
（二）因高中部教室為扁平式空間，為解決教室空間配置，以高中資本門補助購買置物櫃
於教室內最為可行，叧基於惜物心理，木櫃堪用且不顯舊，將之移到國中部，以增
進收納空間，經徵詢國中部導師意見可行，故納入計劃，但有聽到不同的聲音，在
此再次說明；觀感要看對事情，看對的角度，期許暖中會更好。
十四、散會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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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一）教學組
1.轉知所有教師本校 107 公開觀課計畫實施觀課，上學期已完成的請繳交資料，未完
成的於本學期完。
2.進行本學期補教學開課調查。
3.107 年 9 月 18 日（星期二）至 9 月 19 日（星期三）參加 107 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
學校教務主任工作會議。
（二）實研組
1.9/17 第八節課後輔導開始，9/7 完成新生參加輔導課的意願調，這星期將完成課後
輔導課計畫之簽核。
2.9/17 晚自習開始，目前學生人數正統計，感謝高三導師協助推動，目前高三學生報
名十分踴躍，高中部有可能開 2 個班。
3.原定 9/22（六）的校內遠哲科學競賽，因適逢中秋連假，故與自然科老師及等色課
程老師討論過後，將初賽時間延至 9/29（六）上午。
4.9/7-9/10 進行特色課程加退選，於 9/12 進行加退選後公告，於 9/14 進行正式上課。
5.9/13 至南華大學參加高級中等學校程推動策略聯盟會議。
（三）試務組
1.9/10-9/14 每日第八節，辦理中三、中二補考。
（四）註冊組
1.持續彙整「基隆市政府奬勵優秀國中畢業生升學市立高中奬學金」相關事宜。
（五）設備組
1.完成高中部換書作業，國中部退書作業；以及國中教用書填報申請。
2.完成高中部一般教學科目設備填報案，感謝學校財管幹事協助前置作業登錄。
3.9/11 下午 1：30-15：00 物理地科生科教室辦厓水質檢測設備教育研習，歡迎老師
踴躍參與。
4.通知所有教師，若尚有未收到教用書的情況，請聯繫設備組辦理。
學務處：
（一）10/31-11/13 廣達游於藝畫展活動，導覽學生為 203 班學生，目前規參訪的小學時
間如下：
1.11/2（星期五）暖暖國小（暫）09：00-11：30
2.11/7（星期三）暖西國小 08：00-11：30
3.11/8（星期四）暖江國小 13：30-15：30
4.11/2（星期五）吉慶國小（暫）13：30-15：00
總務處:
（一）導師及專任教師辦公室調整方案公告至 9/6 下班前，無修正意見；然 9/7 上午
10:10 及下午 12:50 收到游佳雲組長所提意見如附件，在此提出討論。
（二）廁所外管路開挖 AC 路面復原於 9 月 18 日前完成。
（三）透水磚路面，將於 9 月 8、9 日(六、日)施作，因豪大雨施工往後延。
（四）108 高中資本門申請即將啓動，各處室可先思考需改善或充實之教學設施。
輔導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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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9/15 家長日國三升學講座由辟賢主任、妙真組長主講；高三升學講座由正彬組長、
美妤組長主講。
（二）印製新生教師卡，回寄原畢業學校導師感恩。
（三）檢附 10/13 國中部第一屆校友與學生座談會實施計畫。
（四）9/6~9/7 職與楊主任到暖曦、暖江、暖暖商討遊於藝活動日期及家長日擺資料事宜。
（五）9/7 召開國、高中個案研討會，會議紀錄送陳校長。
圖書館：
（一）讀服組
1.本週五早自習國中部開始晨讀教育。
2.預計下週進行班級書箱的發放。
（二）技服組
1.本週二(9/11)中午開始預定辦理圖書館志工甄選及培訓。
2.持續進行日本若狹高校來訪相關規劃。
（三）資媒組
1.本校智慧創客教室已完成油漆粉刷作業，9/10(一)將進行地板鋪設工作。
2.本週為資訊安全演練週，若有電腦相關問題請速洽資媒組。
3.感謝總務處提供線上報修系統，爾後各處室或班級有需要本組協助處理相關設備
的，請上網填寫表單，本組會盡快依序處理。
會計室: 無
人事室: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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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附件
主旨：覆游佳雲等 6 人連署有關本校「107 學年導師及專任教師辦公室座位配置方案」意見
反映書
一、旨揭方案之草案，於 107/8/3 及 8/6 公告於 line 群組及寄發各同仁 cyberhood 公務信箱，
暑假期間之行政會議，游佳雲組長提出希望本案能提校務會議，凝聚全校教師共識，避
免未來總務主任職務異動，恐政策無法一貫，故總務主任於 107/8/28 校務會議提臨時
動議，提出 107 學年國中辦公室每間配置 10 人，高中暫時維持目前每間 8 位，每位教
師有 2 組置物櫃為原則，以達成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設備基準之理想，經鈞長裁示會後
將規劃方案再公告一週後，倘無修正意見後執行。107/9/3 行政會議，游佳雲組長提臨
時動議，詢問本方案今年是否可不執行？鈞長指示，本案業經校務會議通過，再公告一
週，用意為使同仁再行審視，以求周延，除有重大修正意見，須召開臨時校務會議，重
新討論，否則有具體執行方面的修正意見，可於公告期間，向總務處反映。
二、總務處依校務會議主席裁示，107/8/30 10:06 將本方案以 cyberhood 寄送同仁公務信箱，
公告一週(107/8/30-107/9/6)，截至公告期結束，並無收到修正意見，然於 107/9/7
10:20 及 12:50 陸續收到分別由游佳雲老師 1 人及游佳雲及陳辟賢等 6 連署之意見反映
書，如附。
三、該意見反映書已逾公告期限，理應不受理，但為求方案執行周全，總務處仍針對二筆意
見書提出相關說明：
(一)二筆意見書署名人數不同，內容大同小異，僅有部分文字修改，並增列 2 點意見，故以
較晚收到，署名人數為游佳雲等 6 人者，為主要回覆依據。
(二)初收到該份意見反映書不甚明白，難以當握其想要表達之語意，故私下詢問列名在內的
陳辟賢主任，以了解該意見書訴求，是要針對「107 學年導師及專任教師辦公室座位配
置方案」提供具體修正意見或提問疑義？經辟賢主任回覆後，明白該連署意見書希望將
其所提問題，納入規劃方案中。
(三)因此，就連署書所提問題，採用 Q&A 方式，一一說明：
Q1：每間辦公室只能設置幾個座位？
A1：在 107/8/28 校務會議報告及 8/30 寄送各同仁規劃方案圖示中，已擬妥國中辦公室每間
10 位(接近理想狀況)，高中暫維持 8 位(尚未達理想狀況 6 位)，並視每學年狀況(若增
班或其他因素致教師員額增加時，依公平原則於各辦公室新增桌椅及置物櫃，故
107/8/30 所寄送方案提及：(1)在本次重調辦公室空間時，各部別辦公室預留 1-2 個座
位空間，以利未來增加 1-2 套桌櫃使用。
Q2：每間辦公室設置的座位倘是多餘的桌子是否一率撤除？
A2：在 A1 所提前提下，國中辦公室 10 套座位(含 10 桌 10 椅 20 組置物櫃)，再加上設備標準
也提及各普通教室須設置教師辦公桌椅，故國中每間撤掉 2 套桌椅(不含置物櫃)，計 4
套，挪至國中普通教室，提供導師及任課教師使用。高中辦公室部分，因桌子為 OA 連
動設計，且有提供兼代課教師座位之需求，暫不調整。唯不分高中部所有兼職行政同仁，
一律清空桌子，以提供隨時之需，並視未來員額、學校整體規劃及經費調整，以達成高
中設備標準之理想。
Q3：導師及專任教師座位選擇方式為何呢？(1)一律由總務處分配 (2)由職務異動之教師自選
(如遇到滿了如何處理？)(3)以導師群分配還是以領域群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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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總務處的工作在確保每位教師擁有符合設備標準之基本桌椅置物櫃等空間及設備。
目前教師座位選擇，依實務經驗，採由職務異動教師，就總務處規劃之現有座位中自選，
倘遇到所屬部別座位不足，則依 107/8/30 規劃方案由總務處進行跨部別安置。至於座
位選擇方式以導師群或領域群來分，過去曾有討論，也曾實施過，後來窒礙難行，大家
可以先思考原因，暫不在本方案中處理，倘有需要可再另立方案討論。
Q4：搬遷時間安排？開學前？開學後？立刻馬上？
A4：每學年依職務異動日前後各一週內(計 2 週)完成搬遷。107 學年度之規劃期程如下：
時間

工作內容

教師配合事項

9/6

調整公告完成

9/7-9/14

1. 清點高國中桌椅及置物櫃使用
人，張貼名字。
2. 撤出國中辦公桌給中三 4 班
3. 確認國中四樓及二樓之辧公室新

1. 請本學年兼職行政同仁，清
出在教師辦公室的桌子。
2. 請同辦公室同仁討論內部
空間調整方案。

的空間配置規劃。
9/17-9/28

1. 補入不足之置物櫃。
2. 調整內部空間配置

1.暫移出置物櫃物品，以利移
動調整。

3. 確認櫃子分配(含兼職行政不足部
分)
Q5：是否能在辦公室留一座位，方便學生補考、寫作業、訓練學生…不要一律撤除。
A5：撤除之辦公桌，將移入普通教室內供導師及任課教師使用(依設備標準)。撤除後之空間，
經內部重新規劃，預計再增加 4~6 組置物櫃，以充足提供每位教師 2 組，及兼職同仁不
足數。學生補考、寫作業、訓練用桌椅，總務處可提供學生用課桌椅，屆時請同仁納入
規劃。
(以下略，僅回覆署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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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處附件

基隆市立暖暖高中國中部第一屆校友與學生座談會實施計畫
一、目的：第一屆校友國中畢業後到目前的人生經歷，以自身的故事激勵學弟妹，啟發學生
視野，編織學生的夢想。
二、時間：107 年 10 月 13 日(六)14:00~16:00
三、地點：本校仰學樓 4 樓圖書館閱覽區
四、主講人：
(一)高忠偉先生：土生土長的代表者，在暖暖出生、成長、就學、自行創業、並定居暖暖
街。產品以馬鞭、馬鞍、馬具、狗鍊、狗項圈等為主，主要行銷歐洲，每年都會遠
赴德國科隆參展，全球市佔率高達 25%。
(二)陳建育先生：自行創業、寫書出書、退休樂活生活。金格唱片創辦人、董事長，成功
推展套裝古典音樂，知名鋼琴家作曲家凱文科恩的成功推手，”綠鋼琴“在美蟬聯 26
週，2002 在台灣舉辦亞洲第一場巡迴演奏，金格主辦。暢銷書”贏在不可能”作者，
退休後遷居加拿大溫哥華小島，購屋並以笨農自居，目前返國定居，過著快樂的退
休生活。
(三)蘇瓜藤教授：暖暖街第 1 位考上建中，第 1 位博士。政大企管系學士，會計研究所碩
士，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會計學博士。加州州立大學會計學系副教授，政大會
計系教授、系主任、商學院院長，也是國內知名財經諮詢委員。
(四)方宿閨顧問：淡江統計系畢業。畢業後，隨即前往德國深造，從一句德文都不會講，
到獲得德國大學統計數學系教學助教，歷經滄桑，從此定居德國結婚生子。目前是
德國 Gema 保護音樂版權協會顧問，也是該協會軟體設計工程師。
五、參加對象、名額：本校國高中學生，70 名為原則。
六、實施方式及獎勵：
(一)講師每人 20-30 分鐘，輕鬆不拘泥講故事，而非演講的形式 。
(二)參加同學於 24 小時內以 e-mail 繳交座談會心得，限定字數為 1200 字以內，A4 影印紙
1 頁，格式不拘。最優前 3 名將分別獲得學習獎助金第一名 1 萬元、第二名 5 千元、
及第三名 3 千元。另外，將選出優勝者 3 名，每名獎助金 1 千元。
(三)得獎的 6 位同學座談會心得，將與主講者的經驗分享故事集結印成小別冊，分發給全
校國高中每位同學欣賞。
七、報名方式：以班級為單位，每班 3 名為限，請各班輔導股長將名單於 9/30 前繳交至輔導
處資料組，若有缺額將開放學生自由報名參加。
八、本計畫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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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暖暖高中國中部第一屆校友與學生座談會參加報名表
一、目的：第一屆校友國中畢業後到目前的人生經歷，以自身的故事激勵學弟妹，啟發學生
視野，編織學生的夢想。
二、時間：107 年 10 月 13 日(六)14:00~16:00
三、地點：本校仰學樓 4 樓圖書館閱覽區
四、報名方式：以班級為單位，每班 3 名為限，請各班輔導股長將名單於 9/30 前繳交至輔導
處資料組，若有缺額將開放學生自由報名參加。
------------------------------------------------------------------------------------------------------------------------

□參加
班級：

座號：

導師：

姓名：
家長簽名：

基隆市立暖暖高中國中部第一屆校友與學生座談會參加報名表
一、目的：第一屆校友國中畢業後到目前的人生經歷，以自身的故事激勵學弟妹，啟發學生
視野，編織學生的夢想。
二、時間：107 年 10 月 13 日(六)14:00~16:00
三、地點：本校仰學樓 4 樓圖書館閱覽區
四、報名方式：以班級為單位，每班 3 名為限，請各班輔導股長將名單於 9/30 前繳交至輔導
處資料組，若有缺額將開放學生自由報名參加。
------------------------------------------------------------------------------------------------------------------------

□參加
班級：
導師：

座號：

姓名：
家長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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